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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运行监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海洋经济运行监测的内容、范围与频率、数据来源和监测方法等。 

本标准适用于海洋经济运行监测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794 海洋及相关产业分类 

HY/T 160 海洋经济指标体系 

3 术语和定义 

3.1  

海洋经济 ocean economy 

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各类产业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活动的总和。 

[GB/T 20794-2006，定义 3.1] 

3.2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 ocean economy monitoring 

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海洋产业增长速度、产品产量、价格水平、进出口额等反映海洋经济发

展状况的指标进行的监督、管理和计量。 

[HY/T 160，定义 3.3] 

4 监测内容 

按照HY/T 160《海洋经济指标体系》规定的海洋经济指标执行。 

5 监测范围与频率 

5.1 监测行业范围 

按照GB/T 20794规定的海洋及相关产业的行业范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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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监测时间频率 

分为定期和不定期。其中定期包括年度、半年度、季度、月度、周、日和实时。 

6 数据来源 

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人等。 

7 监测方法与选择 

7.1 监测方法 

主要包括海洋经济普查、海洋经济重点调查、海洋经济抽样调查、海洋经济专题调查、涉海企业直

报、海洋经济报表制度统计、海洋经济数据共享。 

7.2 监测方法的选择 

根据不同的时效性要求和人力、物力充裕程度等，可选择适宜的监测方法，见表1。 

表1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方法的选择 

监测方法 时效性要求 
人力、物力 

充裕程度 
适用条件 

海洋经济普查 低 充裕 可以获取涉海单位名录底册信息。 

海洋经济重点调查 中 不充裕 调查对象指标值在总体中占较大比重。 

海洋经济抽样调查 中 不充裕 可以获取调查总体的抽样框。 

海洋经济专题调查 中 不充裕 调查对象配合程度高。 

涉海企业直报 高 不充裕 直报企业渠道畅通，配备必要的软硬件。 

海洋经济报表制度统计 中 不充裕 数据来源稳定。 

海洋经济数据共享 高 不充裕 共享数据获取渠道畅通。 

8 海洋经济普查 

8.1 一般步骤 

海洋经济普查可按照前期准备、涉海单位清查、数据采集处理和总结评估4个步骤进行。 

8.2 前期准备 

8.2.1 编制普查方案 

编制海洋经济普查方案，设计调查表。方案内容包括普查目标、任务、时间、对象范围、内容、方

法、主要步骤及流程、主要成果、组织保障、进度计划等。 

8.2.2 开展普查试点 

开展海洋经济普查试点工作，主要检验调查组织方式的有效性、涉海单位清查方法的可操作性、调

查数据的可获性、数据质量控制方法的适用性、软件系统的实用性等。 

8.3 涉海单位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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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涉海单位底册，采用直接标识、采集信息后标识等方式认定涉海单位，编制分地区、分产业的

涉海单位名录。名录基本信息包括单位详细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行业代码、单位所在地、单位所在地行政区划代码、联系方式等。 

8.4 数据采集处理 

8.4.1 数据采集 

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指导填报单位填写调查表，检查调查表填写是否完整、正确、规范，并回收

调查表。 

8.4.2 数据审核和录入 

对回收的调查表进行互审和录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核实和更正。 

8.4.3 数据抽查 

选择部分地区，抽取一定比例的调查表，对调查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并将发现的数据采集、录入等

方面问题进行反馈，及时解决。 

8.4.4 数据上报汇总 

采取逐级上报、超级汇总的方式，将审核后的调查数据上报汇总。 

注：超级汇总是将基层统计报表直接集中到国家，或越过某些较低级别的调查机构集中到某一较高级别调查机构进

行汇总。可以避免统计资料在汇总过程中的损失，保证时效性。 

8.4.5 数据会审 

组织多领域、多行业、多部门的专家，对海洋经济普查数据进行会审，重点审核普查汇总数据之间

的逻辑性、普查数据与常规统计数据的协调性等。 

8.5 总结评估 

8.5.1 成果集成 

整理汇编相关调查资料，建立并完善涉海单位名录库，制作数据集、图集，编写各类报告等。 

8.5.2 事后评估 

从部分地区抽取普查对象进行回访调查，了解单位漏报、指标差错情况，测算综合差错率，以评估

普查工作质量。 

9 海洋经济重点调查 

9.1 一般步骤 

按照拟定调查计划、确定重点调查单位、设计调查表、组织实施调查和整理分析调查资料5个步骤

进行。 

9.2 拟定调查计划 

包括确定调查目的、调查时间、调查内容、任务分工、时间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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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确定重点调查单位 

根据既定的调查规模，可选择以下方法确定重点调查单位： 

a) 绝对值法，即确定一个最低指标值，凡是指标值达到或超过最低指标值的涉海单位，就可被确

认为重点调查单位; 

示例： 

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海洋水产品加工企业作为重点调查单位。 

b) 累计比重法，即将各涉海单位按某一指标值由高到低排序，并计算累计比重。设定一个最低累

计比重，指标值累计比重超过最低累计比重的涉海单位，就可被确认为重点调查单位。 

示例： 

按照海洋船舶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由高到低的顺序计算累计值，当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值占全部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

75%时，这部分企业就是重点调查单位。 

9.4 设计调查表 

调查表的设计要求如下： 

a)  从调查的主题出发设计调查表，使调查表的内容重点突出，主题鲜明; 

b)  调查表中内容安排应具有一定的逻辑顺序，可按照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一般后特殊的顺序

安排; 

c)  调查表应附有填表说明和指标解释，保证填报人员能够准确无误地填写资料; 

d)  调查表宜易于编码、录入、汇总，以充分利用调查资料。 

9.5 组织实施调查 

按照调查计划，组织实施调查，实施海洋经济重点调查方法主要有： 

a)  观察法，即由调查员亲自到现场对涉海单位进行观察和计量以取得资料的方法; 

b)  口头询问，由调查员对涉海单位有关人员询问来搜集资料; 

c)  召开调查会，邀请熟悉情况的人员进行座谈获取资料; 

d)  涉海单位自填，由调查员把调查表或调查问卷发给涉海单位，说明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并

涉海单位如实填写，由调查员审核收回。 

9.6 整理分析调查资料 

对获取的资料等进行筛选，归类汇总有效资料，系统地综合分析，编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的主要

内容包括目的意义、组织实施情况、调查方法、调查结果分析、存在的问题与建议等。 

10 海洋经济抽样调查 

10.1 一般步骤 

按照界定总体、拟定调查计划、建立抽样框、选择抽样方法、确定样本容量、设计调查表、组织实

施调查、估计推断总体8个步骤进行。 

10.2 界定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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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调查目的和要求，对调查总体范围与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调查对象、调查对象满足的条

件、时间限制、区域限制等。 

10.3 拟定调查计划 

海洋经济抽样调查计划的拟定，按9.2的规定。 

10.4 建立抽样框 

依据界定的总体，收集所有供抽样的涉海单位名录，即抽样框。然后对涉海单位进行编号，每个涉

海单位对应唯一一个编号。 

10.5 选择抽样方法 

综合考虑抽样误差要求、调查对象的规模及差异性、抽样框数据的获得情况、经费和时间等来选择

抽样方法。常用的方法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等。 

10.6 确定样本容量 

在精度和成本两者中加以权衡确定样本容量。即在固定调查成本的条件下使精度最高，或在达到所

需要精度的条件下，使调查成本最低。 

10.7 设计调查表 

海洋经济抽样调查表的设计，按9.4的规定。 

10.8 组织实施调查 

海洋经济抽样调查的组织实施，按9.5的规定。 

10.9 估计推断总体 

按照下列步骤估计推断总体： 

a)  对原始数据进行检查、核对，将质量合格的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录入； 

b)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缺失数据处理、异常值处理等； 

c)  将数据进行汇总； 

d)  针对不同的抽样方法，对总体的总量、均值或比例等指标进行估计和推断。 

11 海洋经济专题调查 

11.1 一般步骤 

按照选题、拟定调查计划、组织实施调查和整理分析调查资料4个步骤进行。 

11.2 选题 

针对海洋经济领域特定问题，如涉海就业、海岛海洋经济等，按照可行性、科学性、效益性等原则

确定选题。 

11.3 拟定调查计划 

海洋经济专题调查调查计划的拟定，按9.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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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组织实施调查 

海洋经济专题调查的组织实施，按9.5的规定。 

11.5 整理分析调查资料 

海洋经济专题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按9.6的规定。 

12 涉海企业直报 

12.1 一般步骤 

按照选取直报节点、确认直报节点、维护直报节点和联网直报4个步骤进行。 

12.2 选取直报节点 

对于涉海单位名录中的企业，首先按照沿海地区分层，然后对于每一个沿海地区按照主要海洋产业

分层。对于每个地区每个产业，可按照可行性、代表性等原则选取该产业一定数量的涉海企业作为直报

节点，并建立直报企业名录。 

12.3 确认直报节点 

直报节点的确认方法主要包括： 

a)  电话核实法,通过拨打企业联系电话，确认企业的经营状态； 

b)  会议会商法,通过召集企业进行会议会商，确认每个直报节点的经营状态； 

c)  实地走访法,通过实地走访来确认企业的经营状态。 

12.4 维护直报节点 

12.4.1 节点增加 

根据统计调查资料和相关部门的行政登记资料，将直报企业名录之外的从事海洋经济活动的企业作

为新的直报节点，包括新成立的涉海企业，或者业务拓展至海洋经济领域的企业等。 

12.4.2 节点减少 

通过相关部门的行政登记资料或实地核实，确定已停业、关闭、破产的涉海企业，或者经营范围和

主要产品已不再属于海洋经济活动范畴的企业，将其从直报企业名录中注销。 

12.4.3 信息更新 

通过相关部门的行政登记资料或实地核实，确定企业基本信息变更的，应及时在直报企业名录中予

以更新。 

12.5 联网直报 

直报节点通过访问互联网，登陆涉海企业直报系统，按照规定的格式要求、审核要求和报送时间，

报送数据。 

12.6 汇总分析数据 

对报送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分析数据报送情况，涉海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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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洋经济报表制度统计 

13.1 一般步骤 

按照制定统计制度、采集统计数据、审核数据资料、反馈数据问题和汇总处理数据5个步骤进行。 

13.2 制定统计制度 

结合统计需求，对相关统计制度进行调研分析，设计指标体系及统计表式，对报表进行专家论证和

试填，按程序报统计部门批复。 

13.3 采集统计数据 

根据统计报表制度，组织各填报单位按照要求填写调查表。 

13.4 审核数据资料 

从完整性、逻辑性、规范性等方面对报送的各个指标数据进行审核。 

13.5 反馈数据问题 

将审核数据问题反馈给填报单位，并与填报单位充分沟通，了解数据异动原因，对问题数据进行说

明或修正。 

13.6 汇总处理数据 

对审核无误的数据进行汇总处理。 

14 海洋经济数据共享 

14.1 一般步骤 

按照确定数据共享内容、编制数据共享方案、获取共享数据3个步骤进行。 

14.2 确定数据共享内容 

结合数据需求，可与渔业、工业与信息化、能源、交通、旅游、科技、教育、海关、金融、统计等

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共享海洋经济数据。主要部门和共享内容见表2。 

表2 主要部门和共享内容 

部门 共享内容 

渔业部门 海洋渔业生产数据和沿海渔港数据等。 

工业与信息化部门 
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

生物制品业生产数据等。 

能源部门 海上风电生产数据等。 

交通部门 海洋货运、海洋客运和沿海港口生产数据等。 

旅游部门 
沿海城市旅游数据、沿海地区星级饭店和旅行社数

据等。 

科技部门 海洋科技机构的人员、经费和 R&D 数据等。 

教育部门 海洋专业的学生和师资数据等。 

海关部门 海洋产品进出口数据和海运进出口数据等。 

金融部门 涉海融资和涉海保险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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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部门 
基本单位名录，涉海单位财务、人员、能耗、科技

研发数据和涉海行业投资数据等。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等。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 船舶生产数据等。 

…… …… 

14.3 编制数据共享方案 

共享方案的内容包括：地区范围，行业范围，时间范围，数据频率，数据提供时间，指标，涉海单

位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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